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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2019厦洽会暨丝路投资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取得丰
硕成果，
昨日顺利落下帷幕。大会
吸引了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8个工商团组，约10万多名专
业客商参加，其中境外客商1.
5万
多名；
650多位嘉宾在105场投资
促进主题论坛上研讨分享智慧、
点拨趋势；
2100个项目达成合作
协议，协议总投资额5591.
5亿元
人民币。
本届厦洽会展览面积达13万
平方米，设置6000个国际标准展

位，
由“投资主题馆”、
“产业招商
馆”和“丝路贸易馆”三大板块16
个专业展区组成。境内30余个省
市、
自治区、
直辖市，
1500多家企业
参展；
境外日本、
韩国、
泰国、
马来西
亚、
印尼、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埃及等50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本届大会继续深化“精对接、
细洽谈、
大平台”理念，
把展览、论
坛、对接有效整合融通，着力打造
三位一体的全球投资促进专业服
务平台。大会整合各方资源，
精心
策划举办四大类型对接洽谈活
动，分别为重点产业对接、重点区

域对接、热点专题对接和中国企
业“走出去”专场对接；共推出有
效投资项目近3万个，其中今年新
增项目近8000个，包括1000多个
境外招商项目，共签订各类投资
项 目 2100个 ； 协 议 总 投 资 额
5591.
5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外
资2660.
6亿元人民币，对外投资
712.
32亿 元 人 民 币 ， 区 域 合 作
1953.
58亿元人民币。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双向
投资促进平台，厦洽会成为境内
外投资政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
宣传推介的最佳平台。北京、山

西、湖北、成都、云南、广东等省市
增15%。本届厦洽会参会跨国公
召开投资环境说明会，宣介投资
司超过300家，包括可口可乐、高
环境、产业政策，促进招商引资。 通、
ABB、拜尔、索尼等知名世界
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
500强企业。
境外政府机构、工业园区、企业和
本届厦洽会举办了 “中国国
中介服务商参加“走出去”对接
际绿色创新发展大会”“工业互
会。其中塞尔维亚、比利时、卡塔
联创新发展大会”“投资热点”
尔、埃及等1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 “新兴产业” 等系列专题研讨会
举办了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投
105场，内容涵盖投资全要素，其
资环境推介会，吸引了来自大陆
中投资专题论坛近50场，共有来
各地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1500多
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50余名
位“走出去”企业代表参会。
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听众达4万
境外政要及商界领袖积极参
多人次，
引发业界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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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UVWX9月 10日上午，福
建省委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年中推进会，大
会指出，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
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创新驱
动要再加力。会上，
省领导为光电信
息、
能源材料、
化学工程等福建省创
新实验室授牌，厦门推荐的能源材
料实验室成为首批四家省创新实验
室之一。
福建省创新实验室以国家和省
战略目标为导向，
聚焦主导产业、
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区域特色重点产
业，
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取得一批重大共性技术成
果，建成具有国际和国内重大影响
力的一流科技创新高地。通过省实
验室建设，
大幅度提高研发投入，
汇
聚一批顶尖研发团队，推进政产学
研用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体
制机制创新。
此前，
厦门市科技局按照省、
市
政府部署和省创新实验室建设要
求，在具有优势的能源材料、稀土、
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积极策划申
报，
从中遴选基础好、
条件更成熟的
能源材料实验室申报首批省创新实
验室。实验室组建方案经过多次修
改完善和专家论证，在省委省政府
审议通过后，正式命名为“中国福
建能源材料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
室”，
启动建设。
能源材料实验室建成后，将成
为我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平台，成为我市科技创新的一张名
片，引领我市成为海峡科技创新中
心，助力打造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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